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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组（即“菌群”）是微生物在自然界

的存在形式，它们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而且塑造

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微生物组

“大数据”的深度挖掘，是利用菌群实现精准诊

断、精准护理与精准营养的重要工具，也是认识生

物资源、监控环境健康、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新手

段。近日，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发布了第二代微

生物组搜索引擎MSE 2（http://mse.ac.cn），以支撑

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的菌群大数据挖掘。该项

工作于1月20日发表于mSystems（美国微生物学会会

刊）。

在海量的人类已知微生物组数据空间中，微生

物组搜索引擎（MSE）针对新的菌群样本，以亚秒

级别的反应时间寻找结构类似样本，从而全面、快

速地挖掘新样本的特征。因此，MSE被誉为“the 

Google of Microbiome”，并入选“2016年中国医药

生物技术十大进展”。MSE 2从参照数据库、搜索

引擎内核和用户界面等三个方面做了全面升级（图

1）。具体来说，首先，相对于包含10万例16S rRNA

扩增子测序样本的第一代MSE数据库，MSE 2中搜

集、标准化分析和可视化了涵盖16S rRNA扩增子

和鸟枪法元基因组类型的近27万个样本，是国内外

生态系统覆盖最全面、样本数量最丰富的标准化元

基因组数据库之一。其次，MSE 2的搜索引擎内核

已完全兼容16S rRNA和鸟枪法两种测序数据，可从

OTU（Operational Taxonomy Unit）、物种名称以及

功能特征等三个角度进行大规模的菌群搜索和深度

分析。这一能力对于多来源、多类型、兼容各种测

序策略与技术的菌群数据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MSE，科研人员揭示了人类已知菌群在

结构空间上的全局特征，并预测了微生物组领域

最有科学潜力的方向（Su et al., mBio 2018）。同

时，MSE代表着一种依托菌群大数据的疾病检测新

策略，在基于肠道菌群的一些慢病诊断上，它在回

答“是否健康”和“哪种疾病”这两个问题上的准

确率上均优于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从而有效降

低了“漏诊”和“误诊”几率（Su et al., mSystems 

2020）。此外，由于其涵盖了全面、多维、海量

的微生物组及其生境信息，MSE已成为评估微生态

健康、评价微生态产品疗效的有力工具，正在支撑

宝洁公司等合作企业开发针对口腔、皮肤、室内环

境、空气等微生态系统的精准护理和高效修复手

段。基于其不断拓展的应用，MSE 2将成为遨游微

生物组数据空间的“罗盘”，推动“数据驱动型”

的微生态研究和大健康产业应用。

该研究由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大学、中科院文献

单细胞中心推出第二代微生物组搜索引擎MSE 2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发布第二代微生物组搜索引擎MSE 2。MSE 2相对于包含

10万例16S rRNA扩增子测序样本的第一代MSE数据库，MSE 2中搜集、标准化分析和可

视化了涵盖16S rRNA扩增子和鸟枪法元基因组类型的近27万个样本，是国内外生态系统

覆盖最全面、样本数量最丰富的标准化元基因组数据库之一。MSE 2的搜索引擎内核已

完全兼容16S rRNA和鸟枪法两种测序数据，可从OTU（Operational Taxonomy Unit）、

物种名称以及功能特征等三个角度进行大规模的菌群搜索和深度分析。

情报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完成。单

细胞中心生物信息研究组荆功超助理研究员和刘璐

助理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一作，苏晓泉教授与徐健

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文/图 荆功超）　

原文链接：

Gongchao Jing#, Lu Liu#, Zengbin Wang, Yufeng 

Zhang, Qian Li, Chunxiao Gao, Meng Zhang, Min Li, 

Zhenkun Zhang, Xiaohan Liu, Jian Xu*, Xiaoquan Su*. 

Microbiome Search Engine 2: a platform for taxonomic 

and functional search of global microbiomes on the 

whole-microbiome level. mSystems 2021, 6(1):e00943-

20. https://doi.org/10.1128/mSystems.00943-20

Xiaogquan Su*, Gongchao Jing, Daniel McDonald, 

Honglei Wang, Zenbin Wang, Antonio Gonzalez, Zheng 

Sun, Shi Huang, Jose Navas, Rob Knight*, Jian Xu*. 

Identifying and predicting novelty in microbiome 

studies. mBio 2018, 9(6):e02099-18. https://doi.

org/10.1128/mBio.02099-18

Xiaoquan Su*,  Gongchao J ing ,  Zheng Sun, 

Lu Liu, Zhenjiang Xu, Daniel McDonald, Zengbin 

Wang, Honglei Wang, Antonio Gonzalez, Yufeng 

Zhang, Shi Huang, Gavin Huttley, Rob Knight*, Jian 

Xu*. Multiple-Disease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cross Cohorts via Microbiome Search. mSystems 

2 0 2 0 ,  5 : e 0 0 1 5 0 - 2 0 .  h t t p s : / / d o i . o r g / 1 0 . 1 1 2 8 /

mSystems.00150-20

图1 第二代微生物组大数据搜索引擎MSE 2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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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提出实用型锂金属电池失
效新机制及优化新思路

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近日研究表明：有效抑制H2的产生和LiH的

积累对于锂金属负极的保护至关重要，这为实用型锂金属电池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续航里程焦虑的不断刺激下，被称为“圣

杯”电池的液态锂金属电池因其极高的能量密度而成

为行业内关注的热点。然而，锂金属负极的严重失效

制约了锂金属电池的商业化发展。目前，对锂金属负

极失效和保护的机理认知尚存争议。传统观点认为，

锂枝晶的生长是金属锂负极失效的主要原因。但实际

上，尽管大量文献报道了无枝晶生长的金属锂负极，

但采用高面容量正极（≥ 2 mAh cm-2）和超薄锂负极

（例如50 μm）的实用型锂金属电池通常会在100个

充放循环以内发生容量跳水失效问题，这远远不如相

同容量下锂离子电池的循环性能。当拆开容量跳水失

效的实用型锂金属软包电池时，通常会观察到金属锂

负极严重粉化。但目前，金属锂负极粉化的起源及其

组分仍不清晰。

近年来，青岛能源所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崔

光磊研究员和董杉木研究员，在锂金属电池和锂金

属负极保护等科学领域持续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

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Chem. Mater. 2017, 

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研究组开发出绿色合成方法
制备高活性和高稳定性铁单原子催化剂

梁汉璞研究员带领的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研究组，在利用可循环再生的生物质制备Fe1单

原子和Fe1Pt1双单原子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一种步骤简单、过程环保的合成方法用来

制备具有氮掺杂的多孔碳纳米棒负载的Fe单原子催化剂。该方法实现了在水系中合成具

有Fe均匀掺杂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前驱体，后续经过一步高温热解，在不需要经过酸洗

处理的情况下即可获得高度均匀分散的Fe单原子催化剂。该催化剂展现了优良的氧还原

催化活性和长时间稳定性。

探索具有良好氧还原活性、

稳定性的非贵金属催化剂对于减少

贵金属在可持续能源技术研究中的

消耗至关重要。近年来，单原子Fe

锚定在N掺杂碳(Fe-Nx/C)上的催化

剂因具有最大的原子利用率和较

高的本征活性而受到广泛关注。

Fe掺杂的锌基有机金属框架结构

（ZIF）材料在高温热解过程中会

形成多孔碳载体负载的Fe-Nx活性

中心，因此ZIF材料被认为是合成

Fe-Nx/C催化剂(x主要为4)的合适前

驱体。然而，现阶段在合成ZIF前

驱体及衍生获得Fe-Nx/C单原子催

化剂时通常需要用到有毒溶剂（如

DMF、甲醇）和强酸清洗，对环境

危害较大且极大地限制了过渡金属

单原子催化剂的规模化合成和进一

步的实际应用。因此，开发制备工

艺简单、避免使用有毒及强酸碱试

剂的绿色方法合成高效、稳定的单

原子催化剂对于新一代燃料电池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1 Fe-Nx/C的合成路径以及电镜表征图

近日，青岛能源所梁汉璞研究员带领的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研

究组，在利用可循环再生的生物质制备Fe1单原子(Carbon, 2020, 157, 

614-621. DOI: 10.1016/j.carbon.2019.10.054)和Fe1Pt1双单原子(ACS 

Sustain. Chem. Eng. 2021, 9, 1, 189–196. DOI: 10.1021/

acssuschemeng.0c06558)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一种步

骤简单、过程环保的合成方法用来制备具有氮掺杂的

多孔碳纳米棒负载的Fe单原子催化剂（图1a）。该方

法实现了在水系中合成具有Fe均匀掺杂的金属有机框

架材料前驱体，后续经过一步高温热解，在不需要经

过酸洗处理的情况下即可获得高度均匀分散的Fe单

原子催化剂。所合成的催化剂电镜表征见图1(b-i)。

该催化剂展现了优良的氧还原催化活性和长时间稳

定性。在碱性介质中，其起始电位和半波电位比商

业Pt/C催化剂分别高出了30 mV和60 mV。经过20小时

的稳定性测试，商业Pt/C催化剂损失达到了53%而所

合成催化剂仅损失5%。在酸性介质中也展现出了较

好的催化性能。作为负极材料组装到锌空电池当中，

实现了142 mW cm-2的高功率密度，比商业Pt/C电池

高出了近58 mW cm-2，并优于大多数已经报道的过渡

金属单原子催化剂。该研究工作为简单、绿色地合

成氮掺杂碳负载Fe单原子电催化剂提供了一种有效途

径。相关成果近期发表在《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杂志上（ACS Sustainable Chem. Eng. 

2021, 9, 137-146）。

上述研究获得大连清洁能源国家实验室和中国

科学院科研创新基金，青岛创业创新领军人才基金，

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两所融合项目基金以及中科

院绿色过程制造创新研究院项目基金的支持。

（文/图 杨晨）

相 关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0 2 1 /

acssuschemeng.0c0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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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682-4689; Chem. Sci. 2018, 9, 3451-3458; Chem. 

Mater. 2018, 30, 12, 4039-4047; Angew. Chem. 2019, 

131, 5997-6001; Small 2019, 15, 1900269; Chem. Mater. 

2020, 32, 8, 3405-3413）。正是在这些工作推进的过

程中，通过在线差分电化学质谱研究发现：在充放电

过程中，锂金属电池中会产生大量的H2，那么锂金属

负极会不会与H2反应形成LiH？LiH会不会是锂金属

负极的膨胀粉化失效的罪魁祸首呢？秉承着“敢为天

下先”和“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历经两年多的刻

苦攻关，终于取得突破性成果。首先，团队将在线差

分电化学质谱系统进行巧妙地升级，实现在线滴定气

体分析功能。而后，通过氘水（D2O）滴定金属锂负

极（判据：2Li + 2D2O → 2LiOD + D2↑; LiH + D2O → 

LiOD + HD↑），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失效粉化的金属

锂负极中存在大量导电性差的氢化锂（LiH），且实

用型锂金属电池（2.805 mAh cm-2 LiCoO2, 50 μm Li）

的循环性能与锂金属负极中LiH的积累呈负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LiH的生成和分解是由一个温度

敏感的化学平衡（Li + 1/2H2  LiH）决定的：室温条

件下，界面副反应产生的H2与锂金属反应生成LiH；

而通过加热，LiH会部分分解产生导电性优异且具有

电化学活性的锂金属，从而恢复提升容量。该研究工

作告诉我们，有效抑制H2的产生和LiH的积累对于锂

金属负极的保护至关重要，这为实用型锂金属电池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1）在正极侧，电解液氧

化产物R-H+穿梭到负极还原是H2产生的主要原因，

通过钝化正极和配制含氢少的电解液两种策略抑制

R-H+的产生；（2）通过隔膜或聚合物电解质的功能

化处理阻止R-H+穿梭到负极；（3）在金属锂负极构

建储氢或吸附氢能力强的界面保护材料，实际上，目

前报道的能有效保护金属锂负极的界面组分，如LiF, 

Li3N, BN, Li2O和纳米碳材料等，都是优异的储氢材

料；（4）采用加热加压策略。另外，该研究工作也

提示我们，应该在各类电池体系中，加强电极界面上

金属氢化物的表征研究，而这将开创电池界面研究的

新方向。

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许高

洁、李杰东、王超三位老师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为崔光磊研究员和董杉木研究员。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

战略先导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

青年促进会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支持

与资助。

（文/图 许高洁 董杉木 崔光磊）

Gaojie Xu, # Jiedong Li, # Chao Wang, # Xiaofan 

Du, Di Lu, Bin Xie, Xiao Wang, Chenglong Lu, Haisheng 

Liu, Shanmu Dong,* Guanglei Cui,* and Liquan Chen. 

The formation/decomposition equilibrium of LiH and its 

contribution on anode failure in practical lithium metal 

batteri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DOI: 

10.1002/anie.202013812

原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

abs/10.1002/anie.202013812

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开发出用于氢气提纯的高稳
定性混合导体陶瓷膜

江河清研究员带领的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与德国汉诺威大学Caro教授合作开发了一种新

型钛基双相混合导体透氧膜。相比于化学不稳定的铁基双相膜，钛基双相膜材料在含有

水蒸气和高浓度氢气气氛下处理100小时仍然保持原有的相结构和微观形貌，表现出优

异的抗还原稳定性。

与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相比，通过提纯工

业副产氢获取燃料氢气是现阶段更为现实和价廉的制

氢方式，有利于降低氢燃料电池的运行成本。燃料氢气

中微量CO杂质的存在能够快速毒化燃料电池催化剂，

因此开发不含CO的氢气（CO≦0.2ppm）制备技术成为

氢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具有氧离子-电子混合导电

性的致密陶瓷膜对氧气的传输具有100%的选择性，将

高温水分解反应和工业副产氢燃烧反应耦合在陶瓷透

氧膜反应器的两侧，低纯氢气的燃烧可以促进陶瓷膜

另一侧水分解所生成氧气的原位移除，从而可以高效

地促进水分解，直接获得不含CO的氢气，可作为燃料直

接用于氢燃料电池。

在氢气制备过程中前期报道的陶瓷透氧膜中的钴

和铁离子易被深度还原，呈现出较差的化学稳定性。近

日青岛能源所江河清研究员与德国汉诺威大学Caro教

授合作开发了一种新型钛基双相混合导体透氧膜。相比

于化学不稳定的铁基双相膜，钛基双相膜材料在含有

水蒸气和高浓度氢气气氛下处理100小时仍然保持原有

的相结构和微观形貌，表现出优异的抗还原稳定性。

该双相透氧膜在还原气氛下具有较好的透氧性能，作

为膜反应器可用于氢气纯化制备过程。在低纯氢气燃

烧反应驱动下，在膜反应器的水分解反应一侧可以高

新型钛基透氧膜反应器内制氢；钛基双相膜与铁基双相膜材料稳定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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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中心与宝洁公司等合作提出“牙龈亚健
康”概念并揭示其分子机制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与宝洁公司等合作，首次提出了“牙龈亚健康”这一新

概念，揭示了其由牙龈菌斑驱动的分子机制，从而为牙周病的预防与早诊断提供了新

思路。

牙周病（牙龈炎和牙周炎）一直是人类最常见

的口腔疾病之一，而且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老年

痴呆等系统性疾病密切相关，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健康

问题并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但是，牙周病发

病过程的分子机制仍不明晰。近日，中科院青岛能源

所与宝洁公司等合作，首次提出了“牙龈亚健康”这

一新概念，揭示了其由牙龈菌斑驱动的分子机制，从

而为牙周病的预防与早诊断提供了新思路。该工作于

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mBio（美国微生物学会会

刊）。

牙龈炎是世界上患者最多的感染性疾病之一，

在我国成人中患病率高达80%以上。若不及时有效治

疗并加以控制，牙龈炎可演变成不可逆的牙周炎，引

起牙周组织破坏，最终导致牙齿脱落。值得一提的

是，牙周炎与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中风

等息息相关。因此有效地预防和诊断牙龈炎具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与社会意义。

在中科院-宝洁创新合作框架的支持下，青岛能

源所单细胞中心和宝洁公司前期已发表系列合作论

文，提出牙龈炎的菌群指数（MiG）可有助于诊断牙

龈炎和评价口腔护理疗效（Huang, et al, ISME J, 2014 

; BMC Oral Health, 2011 ）。但是，牙龈炎发病过程

的分子机制并不明确。针对这一瓶颈问题，单细胞中

心黄适、宝洁公司何涛与刘吉泉等带领的联合研究小

组，针对由40个志愿者组成的受试人群，开展了涵盖

牙龈菌斑元基因组、元代谢组以及人体唾液细胞因子

效地获取不含CO的氢气。而且实验结果表明该钛基双

相膜可以长时间稳定运行，膜材料在实际化学反应条件

下呈现出较好地稳定性，其氢气产率为0.25 m3 h-1 m-2。

该工作解决了在还原性气氛下陶瓷膜材料稳定性差的问

题，促进了陶瓷膜制氢技术的发展。相关成果近期发表

在国际权威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Angew. Chem. Int. 

Ed. 2021, 60, 5204-5208）。

本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生

物燃料重点实验室创新基金和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

所融合基金的支持。

（文/图 贾露建）

原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

anie.202010184 

Hydrogen purification through a highly stable dual-

phase oxygen permeable membrane（Angew. Chem. Int. 

Ed. 2021, 60, 5204-5208） 

反应等一系列的动态多组学研究。

研究发现（Huang, et al, mBio, 

2021），在停止刷牙后的24-72小

时内，牙龈即进入一个前所未知

的“亚健康”(Sub-optimal Health; 

SoH)状态。尽管该阶段尚没有临床

症状，但牙龈菌斑菌群结构、菌群

代谢物组和唾液细胞因子却已发生

急剧、显著的规律性变化。比如，

包括11种唾液细胞因子被激活、而

牙龈菌斑菌群里的良性菌罗斯菌

（Rothia spp.）快速减少，而牙周

炎主要致病菌、与老年痴呆相关的

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却急剧升高。

基 于 微 生 物 组 搜 索 引 擎

（www.mse.ac.cn），研究人员还比

较了业界已发表的口腔微生物组数

据集。研究发现，与健康者的牙龈

菌斑相比，在“牙龈亚健康”阶段

富集和丢失的微生物与牙周炎相关

菌高度吻合。也就是说，虽然牙周

病病程可能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

但其关键的致病微生物，在仅仅暂

停刷牙的几天内就已高度富集，使

牙龈进入亚健康状态。

有趣的是，如果该“牙龈亚

健康”状态没有通过恢复刷牙等

口腔清洁护理手段加以遏制而任

其发展，其牙龈菌斑菌群将以高

出10倍的速度加剧衰老。牙龈菌

斑菌群随着人体生理年龄的增长

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而在停止

刷牙的28天内，其牙龈菌斑衰老

程度就相当于牙龈健康时1年时间

的衰老，也就是在不到一个月时

间里“老化”了将近一岁。因此，“牙龈亚健康”状态可能与牙龈

的衰老密切相关。

可见，“牙龈亚健康”状态与阶段的发现，对于牙龈炎和牙周

炎的预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临床价值。长期而持续有效的日常口

腔护理（如刷牙、使用牙线、牙间隙刷和每年定期进行口腔护理如洗

牙等），能够呵护一个健康而年轻的牙龈菌斑，从而规避或修复“牙

龈亚健康”状态。这对于延缓牙龈衰老、焕发牙龈青春、保持牙周健

康、促进全身健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上述成果是在中科院-宝洁创新合作框架支持下，由青岛能源所

单细胞中心徐健团队、宝洁公司美国全球口腔护理部何涛团队、宝洁

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刘吉泉与王莉江团队、清华大学蛋白质研究技术中

心刘晓蕙团队、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金力坚团队等合作完成的。

（文/黄适 图/刘阳）

原文链接：

Shi Huang*, Tao He, Feng Yue, Xiujun Xu, Lijiang Wang, Pengfei 

Zhu, Fei Teng, Zheng Sun, Xiaohui Liu, Gongchao Jing, Xiaoquan Su, 

Lijian Jin, Jiquan Liu, Jian Xu*, Longitudinal multi-omics and microbiome 

meta-analysis identify an asymptomatic gingival state that links gingivitis, 

periodontitis and aging. mBio 2021, 12:e03281-20. https://doi.org/10.1128/

mBio.03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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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高性能碳基锂离子电
容器产业化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通过开发高容量和高倍率的正负极核心

材料，负极可控工业化预嵌锂关键技术、可修复高稳定性负极表面SEI膜的构建，先进的

高效电荷传输的正负电极制备技术以及可控的穿孔集流体设计技术等，成功研制出长循

环寿命的碳基锂离子电容器单体。

锂离子电容器是一种介于超

级电容器和锂离子电池之间的新型

储能器件，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功

率密度、可快速充放电、长循环寿

命和高安全性能等优点，在轨道交

通、电动汽车的能量回收和加速启

动、新能源发电、航空航天和国防

军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图1）。

锂 离 子 电 容 器 由 于 技 术 复

杂、成本高等原因，截止到目前，

关键产业技术及高性能原材料技

术基本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中，

如美国Maxwell（已被特斯拉Tesla

收购）、日本电子ACT公司、JM 

Energy等。科技要发展，国家要富

强，就要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

目 前 ， 以 青 岛 能 源 所 为 依

托，在武建飞研究员和孙晓林高

级工程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先

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通过开

发高容量和高倍率的正负极核心材

料，负极可控工业化预嵌锂关键技

术、可修复高稳定性负极表面SEI膜的构建，先进的

高效电荷传输的正负电极制备技术以及可控的穿孔

集流体设计技术等，成功研制出长循环寿命的碳基

锂离子电容器单体。其单体实际容量780F，高倍率

（100C）循环10万圈容量仍然保持95.7%以上（专利

CN202011465356.4；CN202011465546.6）。

该研究组经过一步步实践，在锂离子电容器领

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引起了国内知名企业的关

注。自2020年起，与中国中车四方车辆研究所联合申

报了山东省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与山东水发集团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力争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锂离子

电容器单体应用于轨道交通，家用汽车的能量回收及

风光储等领域，做到关键技术国产化。

（文/图 孙晓林）

图1 锂离子电容器的应用领域

图2 研究组实验条件及产品性能

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揭示有机太阳能
电池中电荷传输新机制

包西昌研究员带领的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在前期非富勒烯受体的新型侧链工

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研究并深入揭示了烷基侧链的影响，实现了对分子堆积、捕

光层形貌及电荷传输更为精细的调控。

有机太阳能电池（OSCs）由

于具有轻量化、柔性、可溶液法大

面积制备等优点，成为光伏领域的

重要研究方向，特别是2015年新型

非富勒烯受体的出现，极大地推动

了OSCs的发展，然而目前报道的

绝大多数的高性能电池均是基于

~100 nm的捕光层材料。但在面向

应用的大面积器件的印刷制备中，

OSCs捕光层厚度是一个绕不开的

课题：首先随着膜厚的增加，捕光

层内电荷的复合损失显著增加，电

池效率迅速下降；其次较薄膜厚的

印刷制备会对设备和工艺的要求

图1 有机分子双通道堆积及厚膜器件应用

极为苛刻。因此，发展新方法，开发具有膜厚敏感低的有机光伏材

料，对于OSCs的印刷制备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青岛能源所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在前期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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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在聚酰胺复合膜结构调控方
面取得新进展

江河清研究员带领的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研究发现将纳米Zr基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

（metal-organic framework，MOF）引入到界面聚合的前驱液有机胺水相中，利用

MOF与有机胺单体的相互作用控制有机胺单体在水相中的扩散速率和水相-油相界面

聚合过程，进而调控聚酰胺分离层的厚度及表面结构，开发出分离层厚度为145 nm，

且具有特殊纳米条纹“图灵”结构的聚酰胺复合膜。该复合膜的CO2/CH4分离因子达到

58，CO2渗透率为27 GPU，有望用于CO2捕获及沼气纯化领域。

膜分离技术因其具有占地面积小、操作简单等

优点，在海水淡化及CO2捕获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界

面聚合法制备的聚酰胺复合膜因为制膜过程简单、成

本低而备受关注。聚酰胺复合膜的表面形貌及微结构

对其分离性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聚酰胺复合膜

的界面聚合过程受扩散控制，由于目前缺乏对单体扩

勒烯受体的新型侧链工程研究基础上（Adv. Mater., 

2019, 31, 1807832; Adv. Funct. Mater., 2020,30, 2007088

等），进一步系统研究并深入揭示了烷基侧链的影

响，实现对分子堆积、捕光层形貌及电荷传输更为精

细的调控。研究发现侧链烷基碳数细微调控对共轭材

料分子堆积方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在侧链碳

数为5时的IDIC-C5Ph受体中存在奇特的分子堆积，

我们首次提出了双通道电荷传输（TCCT）概念，可

实现电荷更为高效的传输与提取。光伏性能结果表

明，IDIC-C5Ph基器件最优条件下的填充因子（FF）

可高达80.02%，是常规有机光伏器件中的最高值之

一。考虑到TCCT特性在电荷传输及抑制复合方面的

优势，IDIC-C5Ph基器件随着膜厚增加到307 nm时FF

仍然高达75%，媲美大多数报道的低膜厚器件数据；

进一步增加到470 nm时，FF依然大于70%，PCE达到

13%。与之对比，常规单通道电荷传输的IDIC-C4Ph

器件，最优膜厚105 nm时具有较高的FF（78.05%）

和转换效率，但随着厚度增加FF明显降低（300 nm, 

FF=70.12%; 485 nm, FF=65%）。这些结果表明侧链

诱导的TCCT特性赋予电池低的膜厚敏感性，对大面

积电池印刷制备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以“Subtle Side Chain Triggers 

Unexpected Two-Channel Charge Transport Property 

Enabling 80% Fill Factors and Efficient Thick-Film 

Organic Photovoltaics”为题目发表在The Innovation期

刊上（期刊由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与Cell Press

共同创办的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领域覆盖全部自然

科学，旨在向科学界展示鼓舞人心的跨学科发现）。

论文第一作者为李永海副研究员，通讯作者包西昌研

究员、阳仁强研究员等人。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两所融合基金等项目的大力支持。

（文/图 李永海 包西昌） 

论文链接：https://www.cell.com/the-innovation/

fulltext/S2666-6758(21)00015-1#

散的控制策略，使分离层厚度及微结构难以有效调

控。

针对上述问题，青岛能源所江河清研究员带领

的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研究发现在多孔基底表面引入

氧化石墨烯作为过渡层，可以调控界面聚合过程和

聚酰胺活性层微结构，开发出结构均匀且致密的聚

酰胺复合膜，该复合膜在正渗透过程中呈现出较高

的渗透性能和分离选择性（Chem. Eng. J., 2021, 412, 

128607）。

近日，该研究组将纳米Zr基金属有机框架化合

物（metal-organic framework，MOF）引入到界面聚合

的前驱液有机胺水相中，利用MOF与有机胺单体的相

互作用控制有机胺单体在水相中的扩散速率和水相-

油相界面聚合过程，进而调控聚酰胺分离层的厚度及

表面结构，开发出分离层厚度为145 nm，且具有特殊

纳米条纹“图灵”结构的聚酰胺复合膜。该复合膜的

CO2/CH4分离因子达到58，CO2渗透率为27 GPU，有

望用于CO2捕获及沼气纯化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期刊上（ACS 

Appl. Mater. Inter., DOI: 10.1021/acsami.1c03737）。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所内合作

基金的资助。

（文/图 焦成丽）

 

相关发表论文和专利目录：

1.Chengli Jiao, Xiangju Song, Xiaoqian Zhang, 

Lixian Sun*, Heqing Jiang*，MOF-Mediated Interfacial 

Polymerization to Fabricate Polyamide Membranes with a 

Homogeneous Nanoscale Striped Turing Structure for CO2/

CH4 Separation. ACS Appl. Mater. Inter., DOI: 10.1021/

acsami.1c03737.

原文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

acsami.1c03737

2. Xiangju Song, Yajing Zhang, Hamdy Maamoun 

Abdel-Ghafarad, El-Sayed Ali Abdel-Aald, Minghua 

Huang, Saeed Gu, Heqing Jiang*, Polyamide membrane 

with an ultrathin GO interlayer on macroporous substrate 

for minimizing internal concentration polarization in 

forward osmosis. Chem. Eng. J., 2021, 412, 128607.

3. 江河清，焦成丽，宋向菊，一种聚酰胺纳米

复合膜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中国，发明专利，专利

申请号：20191099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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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碳酶催化研究组在P450工程酶催化不对称环氧
化方面取得新进展

丛志奇研究员带领的单碳酶催化研究组研究人员利用P450酶的半理性设计和双功能小分

子协同P450催化策略有机结合，通过对T268位点作用的系统研究及与F87位点的组合突

变，并结合底物空腔周围位点的迭代突变，实现了苯乙烯的高度不对称环氧化，(R)-氧

化苯乙烯的对映选择性可达99% ee，催化活性同样十分优异，反应总转化数实现了目前

P450过加氧酶催化苯乙烯环氧化的最优性能。

光学纯度的氧化苯乙烯是医药、手性化学品和

功能高分子的重要合成砌块，烯烃的不对称环氧化是

合成该化合物最经济、简洁的方法之一。尽管苯乙烯

不对称环氧化已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包括化学和生物

催化在内的大多数体系均以(S)-构型手性产物为主。

开发高度(R)-对映选择性苯乙烯环氧化的工程酶仍然

具有一定挑战和重要价值。

细胞色素P450单加氧酶是公认的多功能生物氧

化催化剂，是众多天然产物生源合成途径中的限

速酶之一，其还能够催化多种不同类型的烯烃环

氧化反应，然而已报道的野生型P450及其工程酶

在苯乙烯环氧化的(R)-对映选择性控制方面均不理

想。另外，绝大多数P450单加氧酶催化功能的实

现高度依赖提供还原力的辅酶NAD(P)H和负责电

子传递的还原伴侣蛋白。鉴于P450酶在合成生物

技术领域的巨大潜力，青岛能源所丛志奇研究员

带领的单碳酶催化研究组近年来致力于开发不依

赖于还原辅酶的非天然P450过加氧酶催化系统，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双功能小分子协同P450酶催

化”的新概念，通过引入带有内嵌碱性基团的外

源小分子作为助催化位点，协助P450的血红素活

性中心活化过氧化氢，成功将单加氧酶P450BM3

改造为以过氧化氢作为末端氧化剂的P450过加氧

酶，为P450催化的非天然底物氧化转化提供了新

的策略（Angew. Chem., Int. Ed. 2018, 7628, selected 

as Very Important Paper and Frontispiece; Chem. Eur. 

J. 2019, 6853, Invited Concept, selected as Review 

Showcase and Frontispiece; ACS Catal. 2019, 7350; 

Catal. Sci. Technol. 2020, 1219, selected as Inside 

Front Cover）。

与天然P450酶相比，“双功能小分子协同

的人工P450过加氧酶”具有独特的催化特征：

1）解除了P450BM3酶工程改造中对高度保守位

点T268的突变限制，T268位于血红素活性中心

的最近端，是天然酶中诱导催化活性中间体形成

的关键残基，同时其对底物结合构象有明显调节

作用，T268的可突变为催化反应的区域和立体选

择性控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2）双功能小分子

N-(w-咪唑基)-己酰基-L-苯丙氨酸衍生物（N-(w-

imidazolyl)-hexanoyl-L-phenylalanine, Im-C6-Phe）

在发挥助催化作用的同时也可调节底物的结合构

象，进而影响反应的区域和立体选择性。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研究人员利用P450酶的

半理性设计和双功能小分子协同P450催化策略有

机结合，通过对T268位点作用的系统研究及与F87

位点的组合突变，并结合底物空腔周围位点的迭

代突变，实现了苯乙烯的高度不对称环氧化，(R)-

氧化苯乙烯的对映选择性可达99% ee，催化活性同

样十分优异，反应总转化数实现了目前P450过加

氧酶催化苯乙烯环氧化的最优性能（图1）。取代

苯乙烯的底物拓展同样呈现优异的不对称催化性

能，(R)-氯/氟代氧化苯乙烯的对映选择性均可实

现95% ee-99% ee。典型突变的半制备量反应可保

持(R)-氧化苯乙烯的高度对映选择性，分离产率达

43%以上。该研究显示蛋白质工程与双功能小分子

协同P450过加氧酶催化策略组合可为酶促烯烃不

对称环氧化提供一条新途径，拓展了P450酶的催

化应用范围。

相关工作于近日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的旗舰期刊Chemical Science（影响因子：9.346）

上（Chem. Sci. 2021, 12, 6307-6314），并被选为

封面文章（Back Cover）。单碳酶催化研究组赵盼

霞、陈杰博士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丛志奇研究

员为通讯作者。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青岛市创新领军人才计划，青岛能源所

所内合作基金以及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等的大力支持。

（文/图 陈杰 赵盼霞 丛志奇）

附录:

Zhao P+, Chen J+, Ma N, Chen J, Qin X, Liu C, 

Yao F, Yao L, Jin L, Cong Z. Enabling highly (R)-

enantioselective epoxidation of styrene by engineering 

unique non-natural P450 peroxygenases. Chemical 

Science, 2021, 12, 6307-6314. 

相关链接：https://pubs.rsc.org/en/content/

articlelanding/2021/sc/d1sc00317h#!divAbstract

图1 双功能小分子协同P450过加氧酶催化苯乙烯不对称环氧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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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岛能源所甘油葡糖苷产业化项目举行投资签约仪式

8月26日上午，乐通资本-蓝色智库-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中科蓝智甘油葡糖苷产

业化项目投资签约仪式在研究所举行。青岛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处长李欣，崂山区

政府副区长许哲，崂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廉洁，崂山区科创委科技创新部副部长贾文

生，乐通资本董事长邹晨阳、副董事长张少雄，蓝色智库（青岛鲁信驰骋创投）总经理

王奎旗，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副所长吕雪峰、党委副书记许辉，中科蓝智董事长张

凯、总经理段仰凯，研究所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等有关部门

人员出席签约仪式，共同见证四方签约成功，达成千万级战略投资。

签约仪式现场，彭辉、邹晨阳、王奎旗、张凯分别代表研究所、投资方、项目公司

致辞，许辉、张少雄、王奎旗、张凯分别代表本轮投融资四方签约。座谈会上，段仰凯

汇报了中科蓝智公司的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此次项目投融资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充

分的研讨交流。

作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典范，中科蓝智经过十余年的

科研和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已经申请30余项核心专利，科技含量高，技术工

艺和产品质量居国际领先水平，可以实现国际高端化妆品原料的国产替代。经过三年

发展，创业团队汇聚各方资源，经过首轮天使投资，再次成功引入社会资本，并与国

内顶尖科研机构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次战略投资合作，是合作进入长期、全

面、深入的崭新开始。未来，各方将更好地实现科技、资本和市场等多要素的融通联

合、优势互补，共创共赢，不断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和可持续发展。

乐通资本集团是由行业资深人士邹晨阳女士创立、由金融实业家人士共同设立

的以价值研究、价值发现、价值提升为驱动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旗下持有内地私募

股权基金管理人牌照和香港资管牌照，已发起和管理境内、境外基金，在工业科技、

智慧产业、医疗健康、消费升级四大领域布局。目前在青岛、北京、香港、西藏设有公

司或办事处。

青岛中科蓝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物原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

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成立于2018年，依托青岛能源所成功开发国际首创SCGP生物

制造技术，利用海洋天然藻株，实现国际顶级品质甘油葡糖苷（GG）高值化纯天然产

物的绿色生物制造。 产品为天然构型2αGG，纯度99%以上，达到国际最高水准，通

过欧盟COSMOS纯天然认证。公司布局35项核心专利，建立了国内首个甘油葡糖苷企

业标准，填补了天然GG产品的国际市场空白。

2

青岛能源所与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青岛能源所与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西安

举行。西安航天化学动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钱凯、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

辉分别致辞并代表双方签约。公司安全总监李峰、副总经理何煜、研究所材料生物

合成技术中心主任咸漠等参加了仪式。

钱凯首先对研究所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史、基本情况及公司

承担的主要任务。他指出，双方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研究所已顺利纳入企业合格

供方，提供的关键材料经过全尺寸产品试车考核，即将用于重点装备研制。希望双

方继续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总体原则，共同推进材

料领域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共同开拓材料和推进剂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彭辉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及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定位、基本情况和双方战略合作

的背景情况。他表示，研究所高度重视与公司的战略合作。希望通过双方进一步深

入合作，不断提高材料研制水平，更好地为国家安全做好支撑。

此次签约为双方共谋发展拉开了一个崭新的序幕，今后双方将努力构建合作发

展的新平台、新机制，进一步深化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战略合作层次与水平，

提升创新能力，实现战略发展中新的跨越，为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贡献力量。

推进碳中和、共赢国际合作

——青岛能源所参加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3

7月15日至16日，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青岛举办，本次峰会延

续首届“跨国公司与中国”主题，邀请世界500强公司或亚太区、大中华区领导

人和行业领军企业全球领导人等重量级嘉宾出席。青岛能源所泛能源大数据与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田亚峻研究员受邀作为科技领域的专家参加主题为“推进碳中

和，共赢国际合作”的高端对话。山东省副省长凌文出席并致辞。

对话中，田亚峻指出中国双碳战略工程浩大，系统认识双碳战略，科学推

动双碳非常必要。他根据泛能源大数据理论对双碳发展战略提出了若干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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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克昌、刘中民参加第二届“中国能源·化工30人论

坛”并作主题演讲

4

7月17日，以“百年潮——新时空坐标下的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为主题的第二届

“中国能源·化工30人论坛”在北京开幕，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

长李寿生主持会议。王基铭院士、谢克昌院士、刘中民院士、金涌院士、钱旭红院士、

钱锋院士、蹇锡高院士、徐春明院士等参加会议。

会上，我所所长刘中民作了题为《“双碳”背景下科技创新路径探讨》的主题演

讲。他结合国内外能源领域相关数据，阐述了我国能源与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介绍

了中科院在能源革命及双碳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并深入探讨了碳中和背景下科技创

新路径。

我所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谢克昌作了题为《现代煤化工发展

与双碳战略目标——基于泛能源大数据视角》的主题演讲。他基于泛能源大数据理

论与实践，深刻阐述了对现代煤化工发展与双碳战略目标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泛能源大数据”成为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泛能源大数据在智

慧能源、智慧管理和智慧绿色低碳等领域应用前景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

的认识和建议。他提出双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双

碳发展；科技是改变能源与碳排放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双碳战略的重中之重；碳

排放权等同于发展权，决策者应引起足够重视；碳达峰的使命是保障达峰和中和

发展的顺利衔接，是碳达峰过程的行动准则。在对话中，田亚峻还指出气候变化

是需要全球共同高度关注的问题，各国的减排步骤应考虑历史的碳排放和经济水

平，只有在全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方可促进全球减排的良性发展。这也

是系统认识、科学推动双碳发展的重要内容。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评价峰会“既是对跨国公司发展的展望，更是中国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宣示”。

通过参加此次高端对话，有效宣传了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在双碳领

域的相关部署和工作，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崂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锋一行到所调研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来所调研

5
8月31日，崂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锋，区科创委李维波，区发改局局长吕

良宝一行来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副所长吕雪峰、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

心、科技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基建处、中科青能公司等相关部门人员参

加座谈交流。

座谈期间，彭辉对王锋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崂山区一直以来对研

究所的大力支持。科技处汇报了山东能源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知识产权与成果

转化处汇报了双碳战略下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布局以及与崂山区合作事

项。王锋高度肯定研究所为区域能源科技创新所做的贡献，应对双碳战略的行动

规划，以及在成果转化方面的劲头和势头，鼓励和支持研究所多将优秀科研成果

落户崂山，以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为契机，深化双方在科研平台、成果转化以及

人才领域的合作。

9月1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下简称“山东省贸促

会”）副会长林源率队就拟于今年10月举行的“对话山东-德国·山东产业合作

交流会”组织筹备工作来所交流。崂山区政府副区长梁海涛、青岛市贸促会等一

行陪同调研。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徐峰接待了客人一行。

科技处、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相关代表参加交流。

徐峰对林源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研究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

设历程和重点领域方向，以及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主要合作国别和模式。科技处

处长梁向峰重点介绍了研究所与德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的科技合作工作及

代表性成果。林源介绍了山东省贸促会的工作内容、对外交流成果和年度重大

涉外活动，对筹备中的“对话山东-德国 山东产业合作交流会”进行了详解，

并对研究所发出了参会邀请以及未来在不同合作国家开展深入对接的渠道。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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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科协主席王建一行来所

调研助推青岛绿色高质量发展

7

8月5日，青岛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王建一行调研青岛能源所。我所党委

书记彭辉、副所长吕雪峰接待来访，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王建详细介绍了青岛市科协总体情况，重点介绍了“科创中

国”相关工作。他表示，青岛市科协将为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搭建更加有效的

融合平台，更好地服务科技工作者，希望青岛能源所发挥人才、科研等优势，

继续支持和参与青岛市科协的相关工作，为青岛全力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推动青岛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彭辉对王建一行表示欢迎，对青岛市科协对研究所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指导

表示感谢。他指出，科协是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所全力支持青岛市科协的工作，加强与青岛

市科协的合作，共同为青岛市、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科技处处长梁向峰汇报了青岛能源所重点工作，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新

能源山东省实验室建设进展以及未来发展。双方围绕指导企业创新发展、学会

建设、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成果推介、科学普及、“一带一路”等方面工

作进行深入交流。

座谈会后，王建一行参观了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实验室，并就感兴趣的问

题与我所相关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

青岛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崇江，国际（人才）部部长、一级调研员

逄本华，学会部部长刘红英，科技融合发展服务中心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部长衣

风秋陪同调研。

后，双方就围绕促进山东省对外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初步达成推动进一

步交流合作的共识。

在所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研究所展厅与泛能源大数据平台。

青岛能源所赴平度市交流对接

9月13日，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副书记许辉赴平度市交流对接，知识

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中科清源公司相关负责人陪同。平度市委书记谢兆村、市

长赵兴绩、副市长徐君、青岛乐通资本董事长邹晨阳、总经理王来明、平度市

科工信局、招商促进中心、平度控股公司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交流。

座谈中，谢兆村、赵兴绩介绍了平度市概况，并希望在科技创新平台、高

新技术成果在平度落地等方面加强与青岛能源所的合作。彭辉首先感谢了平度

市对青岛能源所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平度建设的中试基地，为研究

8

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能源所）赴东营开展交流对接

为更好推动山东能源研究院成果落地山东，推进山东省生物技术与制造创新

创业共同体建设，9月1日-3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副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

徐峰带队赴东营市走访调研，推动合作。山东能源研究院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

组、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多相催化转化研究组、绿色化学催化研究组、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等相关人员参加调研、对接活动。

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徐峰一行首先参观了农高区部分研

发基地与平台。在座谈会上，成果处简要介绍了所、院、室“三位一体”的战略

布局和相关科技成果进展情况，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

研究组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相关科技成果。与农高区管委会围绕 “双碳”战

略背景下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以及省生物技术与制造双创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就耐盐碱植物相关技术示范及共建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在东营期间，徐峰赴胜星化工、汇东新能源、海科集团、奥星化工等东营市

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相关龙头企业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围绕推动山东能

源研究院平台共享、共用和共同发展、共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基地及“碳

中和示范区”、联合项目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交流等全方位合作展开深入交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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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2021年度战略规划研讨会

为贯彻落实院2021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系统谋划十四五规划编制，

全面落实“三位一体”建设布局，8月28日-29日，我所组织召开青岛能源所、

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三位一体“十四五”战略规划研讨

会。会议的主题是聚焦重点谋发展、“三位一体”抓落实。研究所所长刘中

民、党委书记彭辉、副所长吕雪峰、党委副书记许辉、纪委书记李明、党委副

书记徐峰、副所长李先锋、副所长王峰，大连化物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毛

志远，我所组群负责人、研究组组长、研究员、职能部门正副职等近百人参加

会议。

会上，刘中民作了题为“‘双碳’目标与科技创新路径思考”主题报告，

深入分析了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面临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介绍了中科院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并对未来能源领域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科技创新方向进行了展望。

彭辉作了题为“不忘科学报国初心 牢记科技强国使命”的主题报告，他指

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

神，不忘科学报国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按照“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

力”的要求，充分抓住“双碳”战略和我所承建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

东省实验室的历史发展机遇，在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10

所成果产出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此外还介绍了研究所概况，“三位一体”

发展格局及“双碳”战略下“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并希望未来依托新能

源、新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和化工产业园的承载主体基础，进一步加强与平度

市的合作。邹晨阳介绍了乐通资本在平度市的布局和进展，希望为科技成果落

地提供资本助力，进一步促进政产学研金服用的深度融合，为平度市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各方就合作事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了初步共识。

立自强。

科技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人事处、财务资产处、基建处负责人分

别作了分管工作报告。生物能源研究室、特种功能材料研究室、化石能源研究

室、氢能与燃料电池研究室、先进储能技术研究室、太阳能研究室、泛能源大数

据与战略研究中心、仿生能源界面技术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分别作了领域发展方

向报告。

与会人员结合大会报告，围绕主要研究领域的科技发展态势和特点、国家

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使命定位与发展目标、总体布局、科技战略重点、科技

创新活动组织、人才队伍建设、资源配置优化、国内外交流合作、体制机制改

革、支撑条件建设、科技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刘中民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当前我们要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把握“双碳”战略带来的全面深刻地

社会变革机遇，全面贯彻落实2021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准确理解“国家

队”“国家人”的定位，聚焦于“国家事”，担负起“国家责”，系统谋划研究

所十四五规划。在此这个时候组织召开此次战略研讨会，非常及时也十分必要。

青岛能源所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充

分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我们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国家举足轻重的，

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

刘中民强调，研究所要制定发展目标，包括领域定位、学科方向、体制机

制、人才队伍建设等，并按照目标推进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各类

咨询委员会的参谋作用，要充分征求意见和讨论，形成共识。规划要包括总体规

划和科研、人事人才、教育、基建、创新文化等分规划。大连化物所和青岛能源

所要发挥联合融合的优势，共同成立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全面启动研究所十四五规划，组织科研人员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充分发挥整

个研究所的智慧，规划要层层细化，制定具体目标，指导日常工作和研究所的发

展。两所的十四五规划要形成有效的对接，包括重大的制度变化，重大的措施出

台和推进两所融合发展。

刘中民强调，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作为“国家队”“国家人”，我们要心系

“国家事”，肩扛“国家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自己，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做出贡献。

刘中民还对参会人员做了安全和保密提醒，要求全所严格按照要求从严从

紧抓好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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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是青岛能源所建所纪念日，近300名职工、研究生在所大门前广场

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以这种特殊而有意义的方式致敬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致敬青岛能源所不平凡的发展之路。本次升旗仪式由副所长吕

雪峰主持，江河清研究员、王庆刚研究员、付春祥研究员担任升旗手。

上午八点半，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升旗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护送着国

旗步入升旗仪式现场。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庄

严肃穆，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党委书记彭辉在仪式上致辞，他指出：面对风云际会的国际国内环境和

发展历程中的曲折，青能所人秉持“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科技价

值观，坚持“积极、务实、和谐、发展”工作理念，把握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

主旋律，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业中书写了自己的故事。乘风破浪潮头立，

扬帆起航正当时。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立足山东能源产业发展重大需

求，面向国家能源战略需求和世界能源科技前沿，再次开启创业征途，全面推

进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建设。

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物华天宝逢盛世，国泰民安歌华

年。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史教育

工作，从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和伟大成就中吸取开拓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

院党组夏季扩大会议精神，在所党委、所班子的坚强领导下，全所职工和学生

要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奋斗精神，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

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的要求，把握“双碳”战略和

“三位一体”发展历史机遇，作为“国家人”，按照体现国家意志、有效满足

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国家队”标准，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树立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

成果应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在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

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升旗仪式结束后，所党委办公室、工会组织了拔河、跳绳、歌咏比赛等活

动，庆祝建所15周年。

青岛能源所举行建所15周年升国旗仪式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7月6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全体党委委

员出席会议并交流了学习体会和感想。

彭辉做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领学报

告，带领大家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容和重

点金句，以及中央、院党组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部署。

与会同志们表示，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积极响应科技自立自强伟大号召，进一步践行改革发

展的要求，牢牢把握住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新能源

山东省实验室重大机遇，快速推进改革、推动产业发

展、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用真正务实求实的工作

理念来推动研究所创新发展。

彭辉就全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出部署。一是通过组织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集体学习会，以及党员代表座谈会、党外人士座

谈会、青年党员和共青团员座谈会，党支部“三会

一课”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所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讲话精神的热潮，确保学习教育

取得明显成效。二是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为契机，持续深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促进党员、干部为

职工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三是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促进全所

职工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立足推进

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将学习重要讲话精神的成效

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动力，牢牢抓住国

家“双碳”战略重大机遇，为青岛能源所、山东能

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三位一体”

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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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指导组到青岛能源
所指导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8月23日下午，中科院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三指导

组组长姬兰柱一行到所指导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

活会工作，并对下一步党史学习教育提出要求。党委

书记彭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能源应用技术研究

室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

彭辉从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情况、九个方

面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研究所特色工作及下一步工

作计划等方面，向指导组汇报了研究所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江河

清代表支委会向支部全体党员报告了半年来党支部

工作特别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通报了专题组

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及党支部检视问题情况。彭辉与

支委成员带头做检视发言，谈收获提高，讲差距不

足，开展自我批评并接受了其他党员的批评，明确

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各党小组组长汇报了前期党小

组组织生活会开展情况，纪委书记、党委委员李明

同志做了点评。

姬兰柱对青岛能源所党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给予了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党史学习教育重大意义、

深刻内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增强开展党史学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研究所科技创新发展有机结合，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两加快一努力”要

求结合起来，与落实院2021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有机结合起来，与推动研究所重点学科领域建设结合

起来，把握“双碳”战略、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

组、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建设

重大机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做到党史学习教育和科研中心工作“两不误、两

促进”。三是所党委要发挥好主体责任，党支部、党

小组要充分利用自身政治优势，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进一步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实实在在的

贡献。

“清源聚能”文化论坛举办“院地合作与创新
创业”“成果转化与股权设计”专题讲座

7月26日，为更好地推动院地合作和成果转化，

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青岛能源所特邀请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邓国庆，中

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副院长、中科院（合肥）

技术创新工程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叙新，做

客“清源聚能”文化论坛，讲授院地合作与创新创

业、成果转化与股权设计，分享交流经典案例。研

究所纪委书记李明、党委副书记徐峰、相关管理、

科研人员与所内研究生1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会，

会议由李明主持。

邓国庆作了题为《院地合作与创新创业实践与

思考》的专题报告，报告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合肥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为案例，详细的介绍了

区域创新、院地合作、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相关工

作，并围绕成果转化中的现金收益分配、股权收益

分配、无形资产评估、科技人员现金持股等热点问

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青岛能源所举办庆建所15周年拔河与跳绳比赛

9月17日，正值青岛能源所建所15周年，为丰

富研究所文化集体生活，促进全所师生员工之间

的交流，增强所内各部门的团队凝聚力，工会举

办了拔河与跳绳比赛，广大职工和研究生踊跃报

名，共有8支拔河队伍和19支跳绳队伍参加比赛。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徐峰参加本次活动并致开

幕词。

各参赛队伍赛前积极准备，认真训练，在赛

场上顽强拼搏，挥洒汗水。现场观众热情高涨，

高声为队员摇旗呐喊。在胜负难分的时刻，队员

们毫不退却，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赛场上的队

员个个斗志昂扬，用汗水诠释了团结的意义，为

建所15周年庆典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赛事。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特种功能材料队获得拔

河比赛冠军，化石能源队和管理支撑队分获拔河

比赛亚军和季军。碳基材料战队获得跳绳比赛冠

军，催化聚合与工程的聚能跳队和单细胞中心的

汪汪队分别获得跳绳比赛亚军和季军。



29

专题党建与创新文化

28   

青岛能源所团委组织“坚定信念跟党走”
主题团日活动

9月10日，青岛能源所团委深入开展“坚定信念

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带领新入所团员前往青岛革

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并为年满28周岁团员组织了

“离团不离心，青春再出发”离团仪式。

青年团员参观了青岛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大

厅，认真学习了在建党初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以来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37位著名烈士抗击

日寇、解放祖国、保卫疆土、捍卫和平的英

雄事迹。

在山河魂烈士群雕广场前，

超龄离团团员代表发表感言，

离团是终点也是起点，大家将

继续坚定信念跟党走，政治上

积极上进，业务上精益求精，

以青春才智去实现个人的理想目

标。最后全体团员重温入团誓词，

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此次主题团日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仪式教育，引

领青年团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研究所团委将继续组织好基层团

组织建设工作，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团员青年

发扬敢于拼搏、积极向上的优良作风，为党凝聚青年

力量。

黄叙新作了题为《成果转化与股权设计》的

专题报告，报告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剖析、科

技企业股权架构设计、科技企业股权激励设计和

成果转化操作实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介绍，并结

合科技成果转化的股权结构实际工作案例进行了

分享交流。

专家们所讲解的成果转化理论知识和实践案

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学习与互动交

流，有效增加了科技人员对成果转化工作的深刻理

解，对研究所成果转化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李明做会议总结，他希望研究所要借鉴合肥物

质院与地方合作模式，要结合地方创新发展需求，

强化顶层设计，尤其是要加强大科学装置的谋划，

依托大科学装置不断提升科研工作的不可替代性和

研究所原始创新能力。他强调，研究所要整合力

量，聚焦区域产业发展重点，加快科技成果培育和

孵化，更好地发挥科技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支撑引领

作用。  

研究所成立十五周年发展历程回顾

2006年春天，乘着全国科技大会的东风，中国

科学院与山东省人民政府、青岛市人民政府签署协

议，共建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简

称“青岛能源所”）。这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国家战略

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

密结合，调整自身科技布局与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举

措，也是山东省、青岛市推进区域产业技术可持续

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区域创新体系的重

大部署。研究所经过3年的筹建工作，于2009年11月

30日，通过了中科院、山东省、青岛市三方组织的验

收，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研单位。到目前为

止，研究所已经走过了15年的发展之路。时间如梭，

转眼之间，我在研究所工作也已有12个年头了。2009

年6月，作为中国科学院机关的一名科技管理工作

者，我有幸被任命筹建组副组长参与了青岛能源所的

筹建工作；并于2009年11月被任命研究所副所长，直

至2017年3月被任命为研究所党委书记，亲历了研究

所筹建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历程。回想往事，历

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研究所15年的发展主要经历

了三个大的阶段：1.筹建期（2006-2009）；2.自身发

展期（2010-2016）；3.融合发展期（2017-2021）。

下面选择几个重要事件，与大家共同分享研究所协同

创新、努力拼搏、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

一、办所方针与主要任务
建所初期，青岛能源所按照院党组“三满意，

一认同”，即“共建地方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满意，

院党组满意，有关企业和共建地方人民群众满意；国

内外科技界认同”的标准要求，在办院方针“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

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作

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的指导

下，制定“技术立所、应用立所、服务地方需求立

所”的办所方针；建立“支撑系统平台化、科研组织

规模化、人才队伍动态化、面向应用价值化”的四大

核心机制。加强战略规划研究，凝聚创新人才，强化

团队建设，以战略高技术研发为主要任务，以工业生

物技术、物化转化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开发生物基

能源、材料和化学品的技术与产品。融入区域创新体

系，推进政产研学合作，服务于国家、区域和企业在

清洁能源、低碳经济方面的发展。

二、发展理念与机制探索
一个发展良好的研究所应具备基本的“三要

素”：文化理念为基础；人才团队为核心；体制机制

为保障。作为国立研究机构，我们的科技目标应该以

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为己任。因此，研究

所的文化理念是“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

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

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以积极的态度、务

实的作风、协力的精神、创新的理念为己任；人才团

队为核心，强调以创新驱动和国家需求为牵引的大团

队合作与协同发展的精神，真正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

的重大创新成果；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围绕可持续发

展，加强科研单元之间的合作，满足大工业与经济建

设的要求，以保障建议、承担和完成国家、地方、企

业重大科研工作的持续发展能力。

党委书记、副所长 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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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和重大成果的

产出，青岛能源所提出“四大核心机制”：①支撑系

统平台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构建公共

实验室、规划战略与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三

大支撑平台，打造平台化研究所；②科研组织规模

化——“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重大科技目标牵

动，建立跨团队的项目运作机制，建立合理分工、协

作创新的大团队；③人力资源动态化——按需设岗、

按岗聘用、绩效优先、动态优化，真正实现人员能进

能出、能上能下。④面向应用价值化——需求牵引、

目标导向、创新驱动、服务需求，构建完整的创新价

值链。在此基础上，强化规划战略研究，凝炼内功实

力，夯实发展领域；强化应用技术开发、重大科技任

务组织和重大成果创新；强化工程技术队伍和中试

基地建设，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政产研学合

作，服务国家、区域和企业在清洁能源、低碳经济发

展的需求。

经过10年的发展，研究所面向世界绿色能源与

材料领域科技前沿，面向国家能源、资源与环境重大

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

先进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努力拼搏，开拓创新，产出

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成果。研究所拥有生物

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博士后流动站，生物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培

养点和生物医药、材料与化工等七个硕士学位培养

点，形成了涵盖生物、化学、化工、材料等领域的学

科培养体系。研究所拥有中国科学院生物能源重点实

验室、生物基材料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平台10余个，

国际合作获评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亮点工作，专利

创新能力位居青岛市50强高校及科研院所第一名。研

究所承担国家科技任务和服务区域经济能力不断提

升，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融合发展与创新
2017年3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围绕“率先行动”

实施计划，决定将大连化物所与青岛能源所融合发

展，形成两所统一的所行政领导班子，在洁净能源领

域探索一条新的科技创新组织与合作模式，并以大连

化物所为法人依托单位联系院能源领域十几所相关

单位，以“1+X+N”开放融合的创新组织体系，组建

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简称“创新研究

院”），为研究所发展搭建了更加坚实的平台。以刘

中民同志为所长的两所班子，制定了切实的融合方

案，第一时间形成了统一的所务会决策机制；开启了

有效的机制探索，对职能部门进行全面调整，开展岗

位竞聘，实现管理职能的有效衔接；全面开展制度梳

理和修订工作，进一步规范了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围绕创新研究院的发展，紧密结合山东省经济

社会改革发展需要，突出研究所的“院、地共建”特

点，聚焦青岛能源所研发领域和学科布局，进一步

凝炼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组群发展模式，定位

“新生物、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攻方向，形成生

物能源、特种材料、储能技术、氢能与燃料电池、化

石能源转型升级五个主要研究领域。

积极推动与山东省、青岛市地方政府的合作，

在中科院、山东省、青岛市部署推动下，依托青岛能

源所，在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青岛）基础

上，筹建“山东能源研究院”。并在山东省政府分管

领导和青岛市政府、省科技厅领导的支持下，依托研

究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筹建“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

室”。最终确定了研究所“十四五”乃至未来相当一

段时间“所、院、室三位一体”的战略发展新格局。

四、“三位一体”战略新格局
2019年6月1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

院、青岛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三方共建山东能源研究院

框架协议，三方投入共建经费30个亿，建设用地1000

亩。山东能源研究院依托青岛能源所，面向国家能源

战略需求和世界能源科技前沿，围绕山东省能源产

业发展需求，按照“汇聚人才、汇聚平台、汇聚成

果”，“产业出题、科学论证、协同攻关、市场验

收”的总体要求，创新探索“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

融合的体制机制，开展洁净能源领域基础性、前瞻

性和重大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为山东能源产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形成集前沿技术

研发、人才集聚培育、优势产业育成和科技创新服务

为一体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型研发机构。

期间，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山东省

启动布局建设“山东省实验室”。其中依托青岛能源

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的“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

室”是5个率先启动建设的省实验室之一。实验室于

2020年12月17日挂牌开始筹建，将对标国际和国内顶

尖能源创新平台，以创建新能源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基

地为目标，致力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和关键科学

技术问题的研究，促进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全面支

撑国家、山东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框架构筑起了

“科学、技术、应用”融通的全创新价值链，建设目

标宏大、任重道远。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按照

省、院、市三方要求统筹规划、扎实推进，全面落实

好各项建设任务，完成好各项规划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

记来时的路。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

远不能改变。”今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又特别指出“初心易得，始

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年研究所建所

十五周年，回望来时的路，我们始终坚守科技报国初

心，已经在人才队伍、科技创新、成果培育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组成部分，要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坚持责任担当，不断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

展望未来，全所上下要始终高举科学旗帜，弘

扬科学家精神，不忘科学报国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

命。坚决贯彻总书记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

“两加快一努力”的要求，充分抓住国家“双碳”战

略的重要机遇期，按照“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

断为我国、为山东省和青岛市在新能源、新材料、新

生物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庆祝建所十五周年征文选登-我与青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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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所十五周年征文选登-我与青能所·

十五年前 也是一个夏日

我们的所 落户在青岛

没有喧嚣 静静地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那时的我们 愿望都很简单

让我们的所在祖国大地绽放荣光

我们叫她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十五年前 一群怀揣着梦想的科学家

自五湖四海过来 在非常有限的科研条件下

开启了如火如荼的事业

那时的我们 都很年轻

只要敢想 就使命必达

十五年前

我还是个刚走出校门的社会小学生

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那时的我 敢想敢拼 勇往直前

十五年来 寒来暑往 

从起初的学生工作

看着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成为社会的栋梁

让我备感激动与自豪

再到后来的办公室岁月 我收获了成长与进步

少了几分青涩 多了几分干练与成熟

回头看 我依然初心未改

时间仿佛仍停留在

十五年前那个第一次迈进金华公寓的夏日

十五年来 研究所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

开启了“三位一体”发展的新格局

每个青能所人 深知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十五年来 一帧帧画面闪现 

每个青能所人所收获的

不单纯是一份工作 一份友情

还有青能所给予我们的

小家之外的那个大家庭的温暖与拥抱

未来的未来 我们还有许多个十五年

或许下次 我的年岁已长

但在我心中 我依然是那个刚刚进所的少年

宛如那个十五年前的夏日

我们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  

办公室 刘佳

我和青能所在一起的十五载春秋

我追求的，是清风徐来

仿佛求知的渴望轻抚绿草依依

我追求的，是源清流洁

仿佛万顷明鉴辉映着天地浩然

我追求的，是聚思挥墨

仿佛成熟的稻田预示食粮的满仓

我追求的，是能者辈出

仿佛群峰竞秀无言守护叠翠流芳 

你听

崂山松涛 阵阵传唱

我们跟随科学昂扬的律动

从2006年青岛蓬勃的激情中走来

你看

黄海潮涌 澎湃八方

我们循着城市变迁的足迹

从南京路走到了新源路边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要骄傲地说一声

亲爱的青岛能源所

生日快乐

十五年筚路蓝缕

十五年披荆斩棘

我们在新能源的蓝海里奋楫击水

我们在新高峰的攀登中一往无前

我们忙碌在清晨的办公楼里

我们守候在暮色的实验室里

我们把绿色发展理念刻印心间

用新能源为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提供新动能

看今朝

百年大党 风华正茂

青春之所 朝气蓬勃

望明日

星辰大海 征途漫漫  

不忘初心 再立新功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庄严宣誓——

科技强国 请党放心 

建功能源 不负人民  

清源聚能

致青岛能源所

人事教育处 阎星橙

单细胞研究中心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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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所景

暮春晨雨增翠墨

雾起山间即成云

松掩桂花溢香魂

滴落清源醉鱼沉

季夏所景

夜雨洗罢新草木

群鸽现隐细山腰

石阶清流涓涓过

池满微风细细波

青青小鱼浅水游

橙橙大鱼深隐约

曲径通幽独步处

悠见珊瑚满树果 

我想与你在一起

无论是春夏秋 还是冬

我都想与你在一起

春天 看姹紫嫣红的月季漫过墙头

夏天 看潺潺流水中快乐嬉戏的小鱼

秋天 偷偷摘两颗树上的果子藏在口袋里

冬天 白雪皑皑的时候捡上一颗落地的松球

我想与你在一起

因为与你在一起的四季

我都非常欢喜 

所景二首我与青能所的四季
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 王士安蛋白质设计研究组 王梦婷

Quiet in the bustling city, 

as the road of research

Initial dream takes root

Beacon of hope

Enlighten the darkest passage

Bear the weight, 

flower and fruit

Thus the dreams, 

all come true 

QIBEBT
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 范奕萱

我在一个明媚的早晨出发

搭上一班去往青岛的列车

淡淡云层中的旭日

就像我和青能所的年轻岁月

洋溢着眩目的光华像

一个美丽童话

青能所在一块不大的地方

却有我喜欢的书与房

这里承载着我的梦想和追求

这里充满了我的欢笑和泪水

十五载峥嵘岁月

十五个春夏秋冬

我为你加固院墙

你为我披上博士的装

我们一块成长

我们享受学术的芬芳

盛开，青能所

绽放，所有的科研人 

这里有蓝色的海

这里有连绵的山

这里是燃烧的梦想

这里是爱的能源

奔跑，海浪在翻腾

奔跑，大地在震颤

奔跑，生命融入永恒的螺旋

奔跑，心灵回应星空的呼唤

夜晚烧掉了记忆，梦想变得透明

早晨吹散了昨天，脚步更加轻盈

手拉手去看那片海，去登那座山

出发，我们门口见 

成长

扬帆

热化学转化研究组 訾仲岳

分子筛材料研究组 杨晓波

·庆祝建所十五周年征文选登-我与青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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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山脚下，滨海大道边

科院谋新篇，青能启筹建

微藻产航油，蓝菌制药纯

糖组分析网，基因测序全

柳稷除盐碱，蛋白源头算

秸秆发酵气，海洋碳循环

特种材料兴，仿生智能胶

锂电驱蛟龙，大数据先锋

催化有传统，今日新征程

氢能化石能，转化多洁净

十五年所庆，肩负新使命

三位一体化，砥砺向前行 

青岛黄海崂山

暑松寒竹科研

生物过程能源

才十五年，风华正茂明天 

里程

天净沙·所庆

分子筛材料研究组 郎巧霖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 辛洪川

·庆祝建所十五周年征文选登-我与青能所·




